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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经乙二醇诱导的改良型草酸钙肾结石果蝇模型
曹益方 1， 赵
摘要

凡 2， 石

兵3

目的：通过一种改良方法构建果蝇草酸钙肾结石模型。方法：配制标准培养基和造模用培养基，空白对照组果蝇

仅予标准培养基，而传统模型组和改良模型组分别从成虫期和幼虫期开始摄入含 0.5% 乙二醇（EG）的造模用培养基。于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并评估各组果蝇马氏管内成石情况，分别记录模型组成石率达 100% 所花时间，并对成石率 100% 时模
型组间“++”和“+++”所占比率进行比较；用傅立叶变换拉曼光谱仪鉴定模型组果蝇马氏管内结石成分。绘制各组果蝇
生存曲线，并比较生存周期差异。结果：改良模型组和传统模型组分别在果蝇成虫日龄 14 d 和 22 d，马氏管内成石率达到
100%。当改良模型组和传统模型组成石率均达到 100% 时，两组“++”与“+++”所占比率分别为（40.5±4.4）% 和（39.0±4.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拉曼位移的主峰主要集中在 1 462 cm-1、1 463 cm-1 和 1 473 cm-1，说明模型组果蝇马氏管
内结石成分均为草酸钙。空白对照组、传统模型组和改良模型组的最高寿命分别为 76 d、70 d 和 68 d，中位生存时间分别
为 35 d、30.5 d 和 30 d，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生存周期均显著缩短（P 均＜ 0.01），但传统模型组与改良模型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改良型造模方法使果蝇在其幼虫期即摄入 0.5% EG，缩短了模型构建周期且具有可重
复性，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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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Drosophila calcium oxalate (CaOx) nephrolithiasis model via an
improved method. Methods Standard medium and modeling medium were prepared.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of Drosophila was only given standard medium, while the traditional model group and the improved
model group were fed with modeling medium containing 0 . 5 % ethylene glycol (EG) from adult stage and
larval stage respectively. The stone formation in Drosophila martensis tube under polarizing microscope was
observed and evaluated, the time spent when the stone formation rate of the model reaches 100% was recorded,
and the proportion of“++”and“+++”between the model groups when the stone formation rate reached 100%
were compared. The Fourier transform Raman spectroscopy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components of stones in
Drosophila martensis tube in the model group. The survival curve of Drosophila in each group was drawn, and the
difference of survival cycle was compar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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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mproved model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l group, the stone formation rate in Drosophila
martensis tube reached 100% at the age of 14 days
and 22 days respectively. When the composition rate
of the improved model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l
reached 100%, the proportions of“++”an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40.5±4.43) % and (39.0±
4.16) % respectively, which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main peak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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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n shift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1 462 cm-1 , 1 463 cm-1 and 1 473 cm-1 ,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tones in
Drosophila martensis tube in the model group are composed of CaOx. The maximum life span of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traditional model group and the improved model group were 76 days, 70 days and 68 days respectively,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were 35 days, 30.5 days and 30 days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survival cycle of the model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shorter (all P <0.01),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del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d modeling method that
feeding Drosophila ﬂy with 0.5% EG in its larval stage shortens the construction cycle of the model which is
repeatable and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Ethylene glycol; calcium oxalate; nephrolithiasis; drosophila; animal model
肾 结 石 发 病 率 较 高， 据 报 道 北 美 地 区 为
7%~13%， 欧 洲 为 5%~9%， 亚 洲 为 1%~5%[1]。
草酸钙（calcium oxalate，CaOx）类结石是目前泌
尿系结石的主要类型，占 70% 以上 [2]。因此，泌
尿系结石相关的大多数基础研究都围绕 CaOx 结石
形成机制。虽然泌尿系结石微创手术已取得了很
大进展，但由于结石的形成机制尚不明确，故临
床上仍欠缺预防结石的有效方法。
为了研究 CaOx 肾结石的发病机制，构建合适
可靠的动物模型显得十分关键，目前用于研究的几
种动物模型均存在局限性，如采用乙二醇（ethylene
glycol，EG）[3-4]、羟基 -L- 脯氨酸 [5] 或草酸钠 [6]
干预大鼠是较为常用的方法，但大鼠的建模时间
较长且成本高（尤其是基因敲除大鼠），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还受到动物伦理限制。而果蝇引起了诸
多学者的关注，并认为利用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构建肾结石动物模型具有潜力，如
Chen 等 [7] 在果蝇培养基中添加不同浓度的草酸前
体（如 EG 等），一段时间后解剖并分离其马氏管，
于偏光显微镜下可观察到马氏管内晶体沉积，进
一步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光谱分析后证
实该晶体主要成分是 CaOx，上述研究证实了利用
果蝇模型复制 CaOx 肾结石形成的可行性。而且果
蝇马氏管与人类肾小管在发育特征和功能上均具
有相似性 [8-9]，在果蝇马氏管中可检测出近 80%
的人类肾脏转运蛋白 [10]，因此增强了相关研究
的实际价值。此外，果蝇模型还具有数量大、成
本低及晶体观察便捷等优势。已有学者报道将果
蝇模型运用于药物的快速筛选，以证实药物潜在
疗效 [11-12]。本研究拟通过改变致石剂的干预时间
点，进一步缩短成功构建果蝇 CaOx 肾结石模型
的时间周期，从而提高肾结石相关基础研究实验
效率。

1 材料与方法
1.1 果蝇饲养条件及培养基配制
1.1.1 果蝇的饲养 1）预先洗涤用于饲养果蝇的
培养瓶和棉塞，高压灭菌并烘干；2）将果蝇饲养
在含有培养基的 50 mL 培养瓶中，棉塞封口，每
个瓶内饲养 50 只；3）条件参数：温度 25 ℃，湿
度 60%~70%，12 h/12 h 明暗周期。
1.1.2 标准培养基和造模用培养基配制 1）标准
培养基配方含玉米粉 85 g，琼脂 4.6 g，蔗糖 50 g，
酵母 15 g 及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2.5 g。取适量的水
将玉米粉、琼脂及蔗糖混合拌匀，加热煮沸至糊
状，常温下冷却至 50 ℃左右时，加入酵母和对羟
基苯甲酸甲酯，
搅拌混匀后分装到 50 mL 培养瓶中，
控制厚度约 2~3 cm。2）造模用培养基的配制流程
与上述基本一致，但在加入酵母和对羟基苯甲酸
甲酯的同时需加入 EG（美国 Sigma 公司），EG 浓
度设定为 0.5%。3）4 ℃冰箱内保存，储存期不超
过 7 d。
1.2 实 验 分 组 及 喂 养 方 法 实 验 分 组 包 括：1）
空白对照组，从虫卵期开始持续用标准培养基；
2）传统模型组，从虫卵期开始使用标准培养基，
直至成虫后改用造模用培养基；3）改良模型组，
从虫卵期即开始持续使用造模用培养基。
1.3 果蝇马氏管的解剖、提取 使用 CO 2 麻醉后，
在体视显微镜下将果蝇置于解剖板上，用解剖镊
在果蝇胸腹部连接处进行离断，纵行划开腹部后
可定位马氏管，继而于马氏管与输尿管连接处离
断，并将周围其他组织剔除，以获得较为完整的
马氏管（解剖过程中需将预冷的 PBS 溶液滴在马
氏管上，以防止其干燥）。
1.4 实验指标观察及计算
1.4.1 偏光显微镜观察马氏管成石情况并计算成
石率 将提取的马氏管置于滴有 PBS 溶液的载玻
片上，盖上盖玻片后立即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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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管有无结石形成，并根据成石量的多少，分别
用“-”，“+”，“++” 和“+++” 记 录 并 评 估。“-”
代表无结石形成，“+”代表可见散在的结石形成，
但不成堆，“++”代表有成堆的结石聚集在一起，
但不连续，“+++”代表有连续且成堆的结石聚集
在一起。
从幼虫日龄第 1 天开始，每个日龄随机解剖
观察（每组 n =200）并计算成石率，直至传统造模
组和改良造模组成石率分别达到 100%（表示建模
成功），当成石率均达到 100% 时，分别计算两组
“++”和“+++”占比，并进行比较（上述研究采
用盲法，并由 3 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
1.4.2 傅立叶变换拉曼光谱仪鉴别结石成分 利
用 傅 立 叶 变 换 拉 曼 光 谱 仪（100~3 200）cm-1
（785 nm laser） 激 发 光， 扫 描 波 数 范 围 为（0~
4 000）cm-1。将马氏管置于载玻片上，用 20 mg/mL
蛋白酶 K 缓冲液（碧云天，ST533）进行裂解，待
完全干燥后，置于显微镜下对有结石的目标区域定
点扫描后搜集拷贝数据并分析。其中，拉曼位移在
1 462 cm-1 和 1 463 cm-1 处出现的峰值，是由一水
草酸钙（COM）的 C=O 振动引起；在 1 473 cm-1
和 1 478 cm-1 处出现的峰值是由二水草酸钙（COD）
的 C-O 振动引起 [13-14]。
1.4.3 果蝇生存周期分析 从成虫开始，每天定
时记录各组果蝇的死亡数量，并将存活的果蝇转
移到含有新鲜培养基的培养瓶中，直到该组果蝇
全部死亡，每组共纳入约 600 只果蝇的生存周期
数据，并依据制订生存曲线。
1.5 统 计 学 方 法 数 据 采 用 SPSS 19.0 和
GraphPad Prism 5 进行统计分析。成石率数据资
料 用 均 值 ± 标 准 差（
） 表 示， 用 GraphPad
Prism 5 绘制各组成石率折线图；各组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模型组组
间“++”和“+++”所占比率；将生存周期数据处
理绘制成 Kaplan-Meier 曲线，并计算中位生存时间，
使用 Log-Rank χ2 检验分析各组间差异。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果蝇马氏管及毗邻解剖结构 在体视显微镜
下观察果蝇马氏管和肠道解剖构造，可见四根马
氏管、左右侧各一对，每对马氏管在中肠和后肠
的交界处汇合成一个共同的输尿管，见图 1。
2.2 果蝇马氏管成石分级 使用偏光显微镜观察
和评估提取出来的马氏管成石情况：
“-”表示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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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石；
“+”
“++”
“+++”表示成石阳性，程度判别为：
弱、中、强，见图 2。

图1

果蝇马氏管及毗邻解剖结构

图2

果蝇马氏管成石情况

2.3 果 蝇 马 氏 管 成 石 率 随 着 果 蝇 日 龄 增 长，
至 成 虫 日 龄 14 d 时， 空 白 对 照 组、 传 统 模 型 组
及 改 良 模 型 组 成 石 率 分 别 为（29.0±2.6）%、
（86.0±1.6）% 及 100%，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1）。传统模型组比改良模型组延长 8 d 完
成模型建立（成石率达到 100%）。当模型组成石
率均达到 100% 时，“++”与“+++”所占比率分
别为（39.0±4.2）% 和（40.5±4.4）%，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图 3A、3B）。
2.4 模 型 组 成 石 成 分 鉴 定 通 过 傅 立 叶 变 换
拉 曼 光 谱 仪 分 析， 拉 曼 位 移 的 主 峰 主 要 集 中 在
1 462 cm-1、1 463 cm-1 和 1 473 cm-1，上述峰值反
映成石的成分是 CaOx，见图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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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马氏管成石率比较及成分鉴定

（%）

2.5 果蝇生存周期 空白对照组、传统模型组
和 改 良 模 型 组 的 最 高 寿 命 分 别 为 76 d、70 d 和
68 d，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35 d、30.5 d 和 30 d。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生存周期均显著缩短
（P ＜ 0.01），但传统模型组和改良模型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图 4。

（d）

图4

3

各组果蝇生存周期比较

讨论
CaOx 是人体肾结石的主要成分类型，其所占
比例高达 80%[15]，因此，大多数肾结石相关研究
都聚焦于 CaOx 结石的形成机制及防治。肾结石动
物模型的合理构建是相关基础研究和药物筛选工
作开展的重要前提，对于探索肾结石发病机制及
其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大鼠泌尿系统在解剖
和生理功能方面与人类相似，目前常将大鼠用于
构建肾结石动物模型，但这种方式尚存在局限性
及不足。
理想的动物模型不仅应尽可能模拟或接近人
类疾病的病理生理改变，同时也需具备成本较低、
快 速 稳 定、 易 于 复 制 以 及 便 于 实 验 者 观 察 等 特
征 [16]。研究发现，超过 70% 的人类疾病基因位点
与果蝇基因组具有同源性，且果蝇的排泄系统高
度保守，已发现数十种与人类肾脏遗传疾病相应
的果蝇基因 [17-19]，其中果蝇 CG3926 基因编码丝
氨酸丙酮酸氨基转移酶和哺乳动物亮氨酸乙醛酸

氨基转移酶（AGX7）基因（初级高草酸 I 型）的
AGXT 编码具有类似的功能 [20]。实验中，果蝇的
培养周期较短，研究者易于获得较大样本量，继
而提高实验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11]。因此，果
蝇在 CaOx 肾结石病因学、病理生理机制、代谢途
径和遗传等研究中可用作较理想的动物模型 [21-22]。
果蝇在发育过程中经历以下四种形态，即虫
卵、幼虫、蛹和成虫，发育过程与取食期和非取
食期密切相关，幼虫期及成虫期以取食为主要特
征 [23] ；在幼虫发育的最后 3 天开始进入营养储备
期，此时幼虫的体重较前增加约 200 倍。在成蛹
之前，幼虫停止进食，开始 12~24 h 的“游荡”阶段，
并在此期间寻找合适的蛹化位置。由于幼虫期的
营养储备对果蝇的发育至关重要，营养储备充足
有助于提高果蝇成虫的生存周期，故笔者认为在
果蝇发育过程中，利用其幼虫期需摄入大量营养
物质的特性，使其在该时期即开始大量摄入含有
EG 的培养基，则可导致体内 EG 积聚增加，进一
步为成虫阶段结石迅速形成而奠定基础。国内外
报道显示，含 0.5% 或 0.75%EG 的培养基可成功
诱导果蝇 CaOx 肾结石模型 [7,24]，但传统造模方式
均使果蝇成虫后开始摄入 EG。本研究着重探索如
何缩短成石周期，拟让果蝇在幼虫期即进食含有
0.5%EG 的造模用培养基，使其早期体内 EG 摄
入增加，继而加快果蝇成虫期马氏管内结石形成。
实验结果表明：改良模型组比传统模型组提前 8 天
即完成模型构建，且“++”与“+++”所占比率无
统计学差异，经成石成分鉴定均为 CaOx。虽然“++”
与“+++”的评估会存在一定主观性，但该方法简
单便捷，且目前尚无更好的客观指标来量化成石
水平。为尽可能避免主观性偏倚，本实验设计中
特指定 3 名研究人员在设盲的情况下分别对结果
进行评估。实验结果还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果蝇生存周期均明显缩短，这可能是 EG 作
为致石剂的不良反应，难以避免。另外，虽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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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模型组果蝇发育全周期皆持续性接触含 EG 的造
模用培养基，但其生存周期与传统模型组间并无
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证实改良方式缩短了
果蝇 CaOx 肾结石模型的构建周期，可提高相关基
础研究实验效率，具备快速、稳定和可重复等特性，
体现出一定优势及应用潜力，但介导成石周期缩
短的具体机制尚待探索。目前，在我国运用中医
药或中西医结合防治泌尿系结石具有鲜明的临床
特色且积累了不少可靠的经验 [25-27]。笔者认为改
良后果蝇 CaOx 肾结石建模方式不仅更适用于大样
本、高通量的 CaOx 肾结石形成机制相关研究，同
时还可应用于 CaOx 肾结石防治药物（如中草药、
植物药等）的筛选，值得进一步探讨并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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